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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素军，滑县万古镇胡营村农

民，1968年出生，现任滑县万古镇胡

营村妇女主任、滑县故道家纺老粗

布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先后

获得国家“双学双比女能手”、“巾帼

致富带头人”、“优秀创业女性”等多

项荣誉称号，当选安阳市人大代

表。2012年获得“全国老区巾帼创

业奖”、河南省“创业再就业一等

奖”、河南省“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

誉称号。2011年，“故道家纺”被列

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纺花织布是中华民族劳动

人民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这项

历经千年的传统工艺也渐渐被

人们冷落、遗忘。今天，滑县万

古镇的农家女秦素军，带领邻村

的姐妹，利用传统织布机一梭一

梭织出了“故道家纺”老粗布，畅

销全国十多个省市，并打入日

本、韩国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

区等国际市场。“织女”们辐射6

个乡镇 80 多个村，涉及农户

1000多户，带动富余劳动力务工

3500余人。秦素军不仅让赋闲

在家的邻村妇女有了就业机会，

更用最古朴的工艺挖掘拯救了

农耕文化遗产老粗布和织锦，让

社会和现代人重新认识了这一

历经数千年风雨的民族瑰宝。

□本报记者 张舒娜 张豪文/图

□本报特约评论员周恩成

人心方能换人心》

》时尚家纺的世界性

》一诺千金的乘数效应

秦素军每每的开场白都质朴得像她心爱

的织布机：“俺是个农家女，见识短，请指导。”

企业家跟商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商人的劲

儿多用在赚钱上，而企业家需要承担更多的社

会责任。秦素军心中常怀这样的情愫：“这片

土地养育了我，是家乡的人们给了我创业和发

展的空间，我定当为父老乡亲做点好事、实

事。”

秦素军左肩担着文化传承，右肩担着父老

乡亲。

村里孩子张相举的父亲突然去世后，病残

的母亲陷入绝望，他的童年陷入贫困与迷茫。

孩子的境况，使秦素军想到自己父亲去世后被

迫辍学的不幸遭遇。她决不让张相举重演自

己的童年故事。她不仅把孩子的母亲王爱玲

安排到厂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把张相举

安排在县城，资助他上学……几年来，她用于

扶贫救困、修路补桥、支教助残等社会福利事

业上的捐款已达几十万元。汶川大地震后，她

慷慨捐款支援地震灾区……

秦素军把一个小作坊引领打造成一个前

景无限的现代企业，她凭着对人生的执著、真

诚和不懈的追求，成为生活的强者。先后获得

国家“双学双比女能手”、“巾帼致富带头人”、

“优秀创业女性”等多项荣誉称号，当选安阳市

人大代表。2012年获得“全国老区巾帼创业

奖”、河南省“创业再就业一等奖”、河南省“三

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称号。

秦素军带给家乡的福惠，无法用数字表

述。“留守儿童”、“空心村庄”，这些令人无奈叹

息的社会问题，又衍生出叫人忧心的心理通

病。日益红火的故道家纺，不仅让千百姐妹或

足不出户、或在离家很近的厂里获得不菲的经

济收益，还能让千百儿童天天在妈妈的关爱呵

护下幸福成长；让千百老人得到及时照料；在

背井离乡的打工者队伍里、在艰辛无助的讨薪

人群里，少了黄河故道姐妹们的身影……这才

是秦素军最无量的功德，最大的社会担当。

“我是地道的农家女，历尽艰辛，将最初的

家庭作坊，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劳动密集型中型

企业，并把老祖宗的手工技艺传承下来。”

2011年，“故道家纺”被列为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去年，她又带领邻村百姓成立了特色

农副产品合作社。秦素军说，她深感自己肩上

的责任重大。“俺有决心带领姐妹们让我们民

族的家纺——这一独具魅力的产品向现代化、

多元化方向发展，走向世界，并计划用3至5

年的时间扩大生产，让更多的乡亲们走上致富

之路，让老粗布这一绚丽的民俗文化也在新时

期有更大更深远的价值。”

秦素军，这个常常微笑着的乐观女人，也

偶尔透着忧患意识与压力：为事业的前景，为

身边的父老乡亲。

“紫燕衔泥双双翔，依竹傍柳纺织

娘。”3月18日，滑县万古镇张营村，家

家的女主人都在纺车前摇车纺纱、机杼

行吟，简直是一幅幅生机绚丽的民俗

画。把脚踏织布机的吟唱融入时代旋

律的女人叫秦素军，她创建的安阳故道

家纺有限公司，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人生

梦想，给当地千百织女创造了就业机

会，更传承了独特深厚的黄河故道传统

技艺和历史文化，使其走出中原，走向

世界。

面前的秦素军，眼睛亮亮的，一脸

真诚与质朴，普通话中带着豫北浓浓的

地方味儿，说到高兴处时常会“咯咯”地

笑出声来，在她感染人的质朴与笑声里

记者读到了她的家纺情结与情怀。

秦素军做“织女”的事业并非偶

然，这与她幼年失父的经历和她不甘平

庸的个性、向往独立而尊严的追求密不

可分。

父亲人到中年突然病逝，家里顿时

失去顶梁柱，母亲一人拉扯五个孩子实

在不堪负重，品学兼优的秦素军在小学

五年级就辍学成了必然。

直到后来生活在新乡市的姑姑有

能力帮衬她时，才又把她接到城里继续

读书。

秦素军医专毕业后，已经出落成该

谈婚论嫁的大姑娘了，姑姑也张罗着给

她在城里物色对象。然而，恰巧在这个

时候，她遇到了一个在农村读书时的“校

花”。“校花”倾诉自己的经历：为了成为

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她嫁给一个比她年

龄大许多、身材矮小的男人，而且经常受

气。秦素军听了心里异常不平。她发

誓，绝不靠嫁给城里“不及格”的男人改

变身份，将来的幸福人生要靠自己去创

造，才会赢得独立、尊严的生活。

1988年底，她决然从城里回到生

养她的家乡滑县万古镇。

在家乡，历经过多少次的探寻与尝

试，她都风雨兼程。

尽管她从姑娘一步步成为人妻、人

母，但寻找人生机遇的心劲儿依然旺

盛。突然有一天，家里那台蒙上厚尘、

退缩到墙角里的老式脚踏织布机，让她

灵光一现，思路大开……

秦素军清楚记得小时候奶奶教她的

《刷线曲》：“线柱子，六个翅，卷上线子五

丈四；三嫂子，手轻轻，刷线一根也不崩；

四大娘，毛糙活，线子刷断一笸箩；五婶

子，嘻嘻哈，线子刷散一大掐；大奶奶，噘

噘嘴，不用你们这些捣蛋鬼。”

滑县万古镇属于黄河文化带，这里

手工生产的老粗布富有黄河民间工艺

特色，凝聚了前人厚道朴实的美德，质

地挺括，图案抽象，色泽艳丽，浑厚中见

明快，粗犷中见细腻，既有中华灿烂古

文化的底蕴，又有现代人崇尚的绿色天

然、环保健康的时尚特性，一段粗布，就

是一帧悠长的历史画卷。原本渐渐淡

出人们视野的老粗布，随着社会的发

展，在崇尚绿色、回归田园的消费潮流

中，必会因其具有的纯棉质地、手工制

造、民族图案等特点受到消费者青睐。

秦素军就此生出一个强烈的念头：

试试老粗布！

在1990年明丽的秋天里，秦素军

带领十几个姐妹临时在家织起老粗布，

继而创建“安阳故道家纺粗布有限公

司”。2004年，秦素军为老粗布注册了

“故道家纺”商标。

20多年后的今天，一个以纺织加工

棉纺粗布为主的民营企业在万古镇张

营村红红火火，生机盎然。创业之初仅

有几台木制脚踏织布机的家庭小作坊，

今天的资产总额达3000万元。

记者跟随秦素军来到万古镇东工

业区的企业总部，这里纺织车间、绣花

车间、展厅等成龙配套，在厂职工1268

人，传统木板织布机1008台，采用公

司+农户+基地的生产模式，辐射6个乡

镇80多个村，涉及农户1000多户，带

动富余劳动力务工3500余人，让赋闲

在家的妇女们有了就业机会。

秦素军说，随着社会需求量的增

大，故道家纺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新增

产品种类、拓展销售渠道、壮大公司规

模，于2012年在滑县产业集聚区购地

50亩，建立了年产200万件老粗布的加

工项目。

故道家纺的老粗布，采用天然棉、

天然彩棉为原料，依靠民间悠久的穿梭

技术精织而成，产品含棉量100%，实现

了传统工艺、天然原料与现代时尚的完

美结合。故道家纺的粗布正是由于工

艺流程复杂，才充满了无穷魅力。秦素

军站在织布机前，欣慰地讲述：“家纺纺

织手艺极为复杂，从采棉纺线到上机织

布，要经轧花、弹花、纺线、打线、沌线、

经线、刷线、作综、闯杼、栓布、织布等大

大小小82道工序，每道工序里还包括很

多让人叫不上名字的子工序，基本色线

22种，全凭织女们一双巧手，变换组合

出1990多种绚丽多彩的图案，堪称巧

夺天工。”

有句比故道的家纺还古老的谚语，道

出了永不过时的人间真谛：“人心换人心，

四两换半斤。”故道家纺发展壮大如此迅

速，离不开员工对企业的忠诚，而这最珍贵

也最稀缺的忠诚，是秦素军用心换来的。

在中国的企业里，员工流行称掌门

人为“老板”。然而，在故道家纺粗布有

限公司，这种习以为常的称谓却很少听

到。秦素军一再诚心诚意重申：“姐妹们

在一起干事，就是一家人，喊我老板，叫

我董事长，就把心喊远了。谁喊我‘秦老

板’，那就是没把我当一家人。”

秦素军实诚，她从不让员工把她视

为高高在上的老板。她的真情真爱，既

体现在大处，也体现在日常工作、平素生

活的细节中。

长时间坐姿织布会造成脊椎、颈椎

疲劳和损伤，秦素军规定：生产再忙，工

人每天也必须坚持做20分钟的“课间

操”，使腰椎得到休息。一开始工人们为

了赶手里的活儿，都不出来做操。秦素

军内向、含蓄、细致、温柔，平常连说话都

轻声细语。然而，她见姐妹们忽视健康，

少见地高声大吵：“你们身体垮了，挣钱

有什么用！”一句话，把工人们都从车间

吼了出来。从此，做“课间操”成为雷打

不动的必修课。

为了使年轻女性既能照顾孩子，又

能上班挣钱，秦素军在厂内筹建了两个

幼儿园，为年轻妈妈提供方便，解决后顾

之忧。为了鼓励职工子女学知识、求上

进，所有考上本科的员工子女，每人奖励

500元。

遇到工人有病，秦素军有空就亲自

去看望，没时间就派人及时前往探望，尽

力相助。家里亲戚都妒忌说：“唉，她对

厂里工人比对家里人还亲呢。”

“我带这么多农家女，企业做不好，

她们咋办？”正是这种压力、责任和情怀，

成为她负重前行的不竭动力。

当初，故道家纺找工人很难，现在，

周边村子里要求到故道家纺上班的农家

女源源不断，这种状况，既源自秦素军纯

朴善良的人格魅力，也在于这里薪酬较

高、发放及时。在当地企业，故道家纺员

工的工资是最高的，人均月工资1700多

元，高的可拿到2400多元，无论公司资

金多么紧张，秦素军从不拖欠工资。

秦素军深信：自己对员工好，自然换

来员工对她的爱戴，对企业的忠诚。

48岁的陈素平，在厂里是个普普通

通的盘扣工，秦素军平日像对自家姐姐

一样敬重。她做过脑瘤手术没多少天，

听说厂里活紧，执意赶到厂里干活，撵都

撵不回家。

每遇订单多、时间紧的情况，织女们

加班加点从不计报酬，且无怨无悔，很多

姐妹遇到忙时主动带病坚持工作。

2008年那场大雪灾，意外地成为秦

素军温暖的记忆。

罕见的大雪覆盖大地，厚厚的积雪

压得厂房岌岌可危，如果发生坍塌，必将

给故道家纺造成重创。危急时刻，秦素

军恰恰在外地出差，被这突如其来的暴

雪阻隔在数百公里之外。

秦素军聊起这些，眼中噙着泪水：

“那天，姐妹们顶风冒雪从家里拿来各种

工具，不顾安危铲除厂房上积雪的同时，

用柔弱的肩膀和纤细的双手，把一台台

织机转移到安全地点……”

秦素军还清楚地记得，2010年深

秋，公司接到南京代理商200多万元四

季毯的大订单，她既喜又忧，喜的是像这

样的订单一年不会有太多，忧的是企业

当时资金周转遇到了严重困难，钱一时

凑不够。员工们听说此事，纷纷回家凑

钱，几万元、几千元，甚至几百元，很快凑

够了这笔钱。

商海探索打拼多年，智慧而好学的秦

素军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传统产品如果不

吸纳新科技、融入时代潮，就会失去不少消

费族群。为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秦素军

购买了大量的专业书籍，并将自己的产品

反复与各种精品家纺进行比对，设计出了

欧版、韩版、AB面及绣花粗布家纺，通过各

种图案的重复、平行、连续、间隔、对比等形

成特有的风格，因而更有艺术魅力。

为提高自己的水平和眼界，秦素军报

考了北京一家高等院校的函授班，专门学

习企业管理与产品设计，平时再忙再累，

每年两次的面授学习她从未耽误过，不论

时间再晚，也坚持把考试卷做完。因为她

非常清楚：只有企业老板自身站得高，看

得远，才能促进企业更快发展。

故道家纺靠其独特卓越的品质、上

乘的服务、良好的信誉，不仅赢得了社会

各界的好评，也赢得了市场。故道家纺

先后在河南省内郑州、安阳、新乡、鹤壁、

濮阳、驻马店、洛阳等城市开设了故道家

纺连锁店，随后不断在销售市场开疆拓

土，在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深圳等50

个大中城市相继设立加盟商，建立独立

销售网点。故道家纺还漂洋过海，销往

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带

着中国河南黄河故道人民淳朴、好客、热

情、智慧的优良品德走向了世界。

故道家纺公司还建立了“研发部”，

成为河南省工程信息学院大学生实践基

地。聘请省内最有权威的设计大师任故

道家纺研发组组长，每季度推出4个新款

式提交市场。每年在郑州召开4次故道

家纺信息交流会，及时收集市场信息，掌

握市场行情，预测下季度市场走势，不断

研发和推出新产品。故道家纺开发的具

有民族特色的手织手绣“中国红”，获全

国旅游交易会金奖；民间珍藏的“百年好

合”，获三门峡特博会“中国科技创新

奖”；每年参加深圳文化博览会，展示了

故道家纺品牌形象，为产品更多打入国

际市场开拓新渠道。

秦素军能够使故道家纺的产品畅销

全国十多个省市，打入日本、韩国及东南

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等国际市场，靠的是

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实诚的秦素军在与客户的交往合作

中，以自己诚实可信的品质和行事风格，

树立起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的形象。

员工李秀梅讲，在2011年冬天，台

湾洽铭服饰有限公司订了5万件纯棉衬

衣，要出口到欧洲，要求20天发货。订

合同时，客户很犹豫，既怕不能按时交

货，又担心速度影响产品质量。秦总很

有底气地承诺：“没问题！如不按时交

货，质量有丝毫问题，我们赔款！”

秦素军说，她的底气基于对自己员

工的坚信。有姐妹们同心协力，一定会

毫不走样地兑现她的承诺。

然而，正当姐妹们夜以继日拼着身

子干得热火朝天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

的难题：供电部门突然停电检修线路。

怎么办？加班加点才能完成的急活

怎能中途停下？秦素军一咬牙，火速买

了三台发电机恢复生产。秦素军带领织

女们轮流昼夜加班，人换机不停，5万件

衬衣终于高质量按时交货。

这笔不小的生意，因加大了成本根

本就没赚到钱，但信守了合同，赢得了客

户的赞扬和尊敬：“真想不到，你们这么

守信！我们要与你们永远合作。”

用诚信赢得“永远合作”，可以说是

秦素军开拓市场的“常规武器”。一家客

户订了2000件产品，按时交货之日，一

场大雪不期而至。原本是物流走货，客

户付运费，但这家客户地处偏僻，下雪天

物流怕路滑暂停送货。要说，这种情况

下延期到货也不是故道家纺的责任，但

秦素军为了信守合同，自己租车送货。

天寒地冻，路面积雪，车轮打滑，历尽千

辛万苦，直走到次日凌晨3点，才把货送

到目的地。客户感动不已：“你们是天下

最好的经商伙伴！”

还是个冬天，深圳的一位客商订购

了一批衬衣。双方合同已履行完毕，但

由于气温持续偏低，销路不好，大量库存

积压造成周转资金困难，这位客商要求

退货。按照常理，双方已经货款两清，秦

素军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对方的退货要

求，但她却爽快答应了。

这位客商对秦素军大为感激，不但

双方合作关系更加牢固，他还在自己的

生意圈子内为故道家纺做起了“活广

告”，发展了40多位客商与秦素军合

作。

秦素军为人厚道、一诺千金的品性，

受到共事商家的真心信赖。不少代理商

都把故道家纺当成自己的公司，把资金直

接汇给秦素军，与故道家纺同用一个账

户。

创业伊始至今，秦素军一丝不苟践

行“五不欠”承诺——不欠国家税款、不

欠客户料款、不欠员工工资、不欠定期借

款、不欠预付发货款。正是她难能可贵

的“五不欠”，使她赢得信誉、赢得市场、

赢得人心。

我明显感到，秦素军的一诺千金给

市场带来的乘数效应。

秦素军秦素军
左肩传承左肩传承 右肩乡亲右肩乡亲

晨读秦素军，填词《西江月》：

窗外春风拂柳，案头手难释卷。

喜看织女入凡间，心底“哇”声一片。

组建公司村头，安排乡亲机前。

万古黄河故道边，粗布细纺丰年。

为何“哇”声一片？因为由衷赞叹：

一赞眼力准。一个医专毕业生，不做白

衣天使，甘当粗布织女。由城返乡，果断扒出

墙角蒙尘的老式织布机——唧唧复唧唧，当

户织天机。质地为纯棉，手工更天然。舒适

又贴身，环保还低碳。家乡老粗布，从此焕新

颜——此等眼力，岂是寻常女子能及？

二赞心地善。为推“课间操”，强作狮吼

声：身体要垮了，挣钱有何用？细处显关怀，

难处总关心。员工皆姐妹，永远一家人——

以心换心，这样的老板又怎能不深得人心？

三赞有担当。做人讲诚信，一言扛九

鼎。生意重合同，一诺抵万金。口碑如春风，

轻抚万物荣。啥叫“五不欠”？掷地声声闻

——不欠国家税款、不欠客户料款、不欠员工

工资、不欠定期借款、不欠预付发货款——此

番承诺，该让那些偷奸耍滑之辈情何以堪？

四赞目光远。文化遗产讲传承，传承文

化靠创新。一人一机一巧手，织得云锦夺天

工。如不吸纳新科技，最后恐将付流云。果

断融入时代潮，欣欣传统终向荣——报考函

授班，专业提水准。建立研发部，力推新产

品。开设连锁店，全国招加盟。参加文博会，

国际去打拼——视野很宽，发展中不忘传承；

目光很远，传承中创新提升。

此番作为，怎能不让人一咏三叹？

此等女子，又怎能不让人心底“哇”声一

片？

农家女的家纺使命》


